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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的发表是诠释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发表距今已是一甲子，诠释学

研究在世界各地也取得了长足进步。2019 年 10 月，《探索与争鸣》刊发张江教授的《论阐释的有

限与无限——从 π 到正态分布的说明》（以下简称张文），该文引入数学、统计学讨论阐释基本问

题，之后此文引发了南帆、曾军教授等关于数学语言介入阐释学的意义的不同看法。如南帆教授

认为，数量造就的问题往往不是人文社会科学之中最为重要的问题 ；数学语言对于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尤其是人文学科，设置的问题相对“迟钝”；数学语言的抽象性滤掉了社会历史范畴，并

不能对阐释学的问题作出有效解释。①南帆教授的主张不无道理，尤其是明确指出了人文学与社

会科学之间的种类差异。但其问题可能在于，将数学化约为数量或数据。曾军教授的论述似乎也

是将“数学化”等同于“数据化”“数量化”或“量化”。②然而，数学不等于数量或数据。实际上，

张江教授也不是在数量或数据的意义上引入 π 与正态分布。笔者感兴趣的问题是，在更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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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张江教授在阐释学中引入 π 与正态分布的探索为人文学研究提供了“数学人文”的方

法论启发。那么，数学人文，是科学，还是人文学？这一问题也关乎人文学在计算哲学（computational 

philosophy）、数字人文等兴起背景下的自我理解。

数学人文“不科学”

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之辩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极为重要，但迄今为止人们对此重大

问题的探索差强人意，“从总体上看，依然未有定论。概念混淆不清，证词流于空泛，倚重权威言说，

少有确当判断，问题讨论仍停留于无休止的混沌之中”①。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之辩是一个基本的

哲学问题，而哲学问题依其本性，几乎不可能获得确解与定论。永无定论，似乎将是人文学的宿命、

使命与天命。然而，虽然人文学依其本性需要跟不确定性达成和解，但现代人文学者依其自然倾

向，又难免向往确定性，尤其自然科学方法所许诺的严格性与确定性。如何避免这样一种自然倾

向，确证精神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的独立性，构成了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的基本出发点 ：“在

现代科学范围内抵制对科学方法的普遍要求。因此本书所关注的是，在经验所及并且可以追问其

合法性的一切地方，去探寻那种超出科学方法论控制范围的对真理的经验。”② 《真理与方法》标

举精神科学的真理有别于自然科学的真理（后者并不比前者更严格或更准确），描述作为精神科学

一般方法的阐释学的基本特征。倘若如此，在伽达默尔看来，将自然科学方法施之于阐释学，可

能出于自然科学方法普遍有效的幻相，实为吊诡，有悖于精神科学及阐释学本性。

不过，从张文的实际内容来看，这样的吊诡现象尚未发生，因为它并没有在“运用”自然科

学方法的意义上“借鉴自然科学方法”。有必要说明，按照作者的用字法，诠释（或曰“诠”）和

狭义上的阐释（或曰“阐”）是两类不同的阐释活动，前者追求文本的自在意义或可能意蕴，后者

追求阐释者加于文本的意蕴可能。按照笔者的理解，“诠”类似于“我注六经”，而“阐”接近“六

经注我”。张文用正态分布来说明狭义上的阐释的有限与无限。在运用正态分布曲线对阐释现象

作出说明之后，张江教授写道 ：“与对自然现象的正态分布描述不同，阐释作为精神现象，其公

共期望与方差很难定量，只能定性地予以分析和认知。”这实际上指出，将正态分布施之于阐释，

并非运用统计学作量化分析，而只是把正态分布曲线作为一种概念工具、一种喻象加以化用。

再来看 π。论文用 π 来说明诠释的有限与无限。诠释追求文本自在意义，就此而言，它是

有限的 ；但这一过程又是无限的。诠释的有限与无限，鲜明地体现为 π ：3.1415 为诠释之起点，

3.1416 为诠释之极点 ；起点与极点，为无限诠释的界线 ；诠释在此界线内，由起点开始而无限展

开，渐次递归于极点，呈有限收敛态势。因此，“诠释 π，是对诠释开放与收敛、无限与有限关

系的象征性说明”③。由此可见，论文对于 π 的运用，乃是用它来对诠释的有限与无限作出象征

性说明。就此而言，π 乃是一种喻象 ；易言之，π 虽然来自数学，但文中对它的运用并非数学

的运用，亦非自然科学方法意义上的运用。

概言之，将“π”与“正态分布”施之于阐释现象，“π”主要关联“诠”，“正态分布”主

要关联“阐”，它们实际上是作为一种喻象加以运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不同于伽达默尔

的看法 ：将数学工具施于阐释学，未必造成阐释学偏离精神科学的特质，因为我们可以将此数学

工具规抚为一种具有精神科学特质的工具。在更一般的意义上，由此而来的方法论启发则是 ：以

人文学的方式化用数学工具，无疑大大拓展了人文学的解释工具。此种方法，无以名之，强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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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数学人文”。数学人文“不科学”：它并没有因为运用数学工具而达到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准确性，

后者也不应是数学人文追求的目标。

数学人文的人文性 ：从 π 喻的开放性来看

数学人文“不科学”，这并非数学人文的缺陷。相反，以人文学的方式化用数学工具，或者说，

将数学工具规抚为一种具有精神科学特质的工具，这恰恰是数学人文之人文性的担保。在人文学

中，一项具有典范意义的研究，不是终结问题，而是开辟探讨问题的新进路，激发读者更进一步

探索的欲望。张文对 π 喻的象征性说明极富启发性，但它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诠释的有限与

无限之争。依笔者拙见，如果重新界定诠释的“起点”与“极点”，似乎可以更好地说明诠释的

有限与无限之辩。如果这一点可以成立，那么，我们实际上也就从 π 喻的开放性例证了数学人

文的人文性及其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张文中使用了“可能意蕴”“意蕴可能”这对重要概念工具。文中对它们曾作了界定 ：“‘可

能意蕴’是指文本自身的可能意义，这些意义包蕴－内含于文本，且可能不为作者所认知，但可

为阐释所揭示，最终显现自身”；“‘意蕴可能’是指由阐释生发意义的可能，即阐释者对文本自

在意义的挥发可能。这些挥发包蕴－内含于阐释结果之中，源于阐释者的意图与冲动，可为阐释

者自由操作，强制文本以意义。”依此界定，可能意蕴是“在文本者”，意蕴可能是“在我者”，

两者作为反对概念分属两端。但从实际的阐释活动来看，可能意蕴要“为阐释所揭示”，也应该

“包蕴－内含于阐释结果之中”。易言之，除了作者所界定的自在之物意义上的“可能意蕴”之外，

我们还需要一个现象意义上的“可能意蕴”概念。①不仅如此，在实际的阐释活动中，阐释结果

既包蕴－内含作者所明言的意蕴可能，也包蕴－内含作者未明言的现象意义上的可能意蕴，还包

蕴－内含其他内容——比如，作者所提到的“不同时代的传统与记忆”。其非文本自在意义，故

不属于可能意蕴 ；亦非阐释者可“自由操作”之物，故不属于意蕴可能。但它作为阐释者前理解

结构的一部分，在阐释活动中参与了阐释结果的建构。以上种种似乎表明，“可能意蕴”“意蕴可能”

作为概念工具还不够完善。

再来看诠释的“起点”。 “诠释的起点，可能是从无限遥远的地方开始，或其左，或其右，不

断追索，不断修正，不断靠近真相。”就此而言，诠释的起点乃是诠释活动展开的操作起点。“面

对确定文本开始诠之活动，首先是索求意义之 π”；“诠释的无限，是以确定文本的可能意蕴为起

点”。②这是把索求意义之 π、确定文本的可能意蕴作为诠释的起点，而这一意义上的诠释的起点，

实际上乃是确立诠释活动所指向的目标。为区别起见，我们不妨把意义之 π、文本的可能意蕴称

为“止点”。《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注 ：“止者，必至于是

而不迁之意。”③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把第二种意义上的起点独立出来并加以明确命名是非常有必

要的。止点是诠释活动不断靠近的真相，是意义之 π，更明确地说，是可能意蕴。作者说，诠释“由

起点开始而无限展开，渐次递归于无穷极点，呈有限收敛态势”。渐次递归不断靠近的“无穷极点”，

实际上正是我们所命名的止点。但作者没有“止点”这一概念工具，便不免把它跟作者自己所讲

的“极点”混淆起来了。

极点乃是有效诠释不能超过的意义界限。但是，如果把意义界限作为极点，至少应该把 3.1415

和 3.1416 同时视为极点，由此二极点构成无限诠释的界线。用 3.1415 比拟诠释的起点，即诠释活

① 区分自在之物

意义上的“可能

意蕴”和现象意

义上的“可能意

蕴”还只是权宜

的做法。在文本

层面，自在意义的

追求，似乎缺乏

伽达默尔所讲的

历史意识：“诠释

学上训练有素的

意识将包括历史

意识。”（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第

383页）此外，又

似乎有一种类似

于伽达默尔所讲

的“历史对象的

幽灵”的东西，一

种类似于忽视“历

史的真实与历史

理解的真实”同

时存在的思维倾

向。（伽 达 默尔：

《真理与方法》，第

384—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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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态 分 布 的 说

明》，《探索与争鸣》

2019 年第10 期。

③ 朱 熹：《四书

章句集注》，北京：

中华书局，1983 年，

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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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展开的操作起点是不恰当的。诠释的起点，是诠释活动展开的“初始条件”，“因不同的诠释主

体及语境，不同时代的传统与记忆”而有所变化。拟之 π 喻，类似于不同时代不同科学家开始计

算 π 值的起始数值。比如，在祖冲之（公元 5 世纪）之后，我们可以把小数点后七位的 π 值作

为起点 ；如今，我们可以将小数点后 30 万亿的 π 值作为起点（进一步看，随着诠释起点的变化，

极点也会发生相应变化。但为了解说简洁计，可以暂时忽略极点的变化，而以 3.1415 和 3.1416 为

方便的说法）。经过对诠释的起点、止点、极点的修正，诠释的有限与无限之辩可以这样说明 ：

诠释之止点，犹如圆周率 π，为不可穷尽的无理数。计算 π 值的起始数值，为诠释之基本

起点，3.1415 和 3.1416 为诠之有限约束和极点……两极点构成无限诠释的合理界线，诠释在此界

线内，由起点开始而无限展开，渐次递归于止点，呈有限收敛态势。

在此过程中，诠释结果或其左，或其右，不断追索，不断修正，不断靠近止点。在诠释活动中，

诠释结果的修正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意蕴可能的指引和可能意蕴的消除。

如此，似乎能够更好地通过 π 喻，对诠释的无限与有限关系进行象征性说明。然而，仍有

很多地方有待深思。首先，作为诠释止点的 π 是一个常数，但同时又是一个无理数，即无限不

循环小数。就其是常数而言，π 是确定的 ；就其是无理数而言，π 又是未知的。未知的确定性，

确定的未知性，π 体现了常与变的辩证。意义之 π、文本的可能意蕴亦是如此。因此，当我们讲“文

本的可能意蕴”的时候，要避免见其常而不见其变、重其确定性而忽其未知性的倾向。然则，文

本的可能意蕴，虽其常有其确定性，但其常有之确定性跟 π 之常、π 之确定性似乎具有本质差

别，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确定性。与之相应，就 π 而言，作为极点的 3.1415 和 3.1416 不仅是确定

的，而且是可以预知的。但是，我们并不预先知道文本可能意蕴的极点或合理界线在哪里。就此

而言，以 π 比拟文本原意并不恰当，因为它遮蔽了两者的性质之别。换一个角度看，不管使用

割圆术，还是利用云计算，作为追索对象的 π 的值先在于且独立于我们的计算过程。就此而言，

π 是先验的。但是，也许我们可以在理论层面预设一个本体意义上的“文本的可能意蕴”，但作

为诠释结果的“文本的可能意蕴”是现象意义上的“文本的可能意蕴”。易言之，现象意义上的“文

本的可能意蕴”并非先在于、独立于诠释过程的先验之物。用量子力学的术语来说，现象意义上

的“文本的可能意蕴”遵循测不准原理。以光量子为例，我们可以用“量子三句”来说 ：光是一

个波，也是一个粒子 ；光不是波，因其有粒子性故，它也不是粒子，因其有波性故 ；光是一个光

量子，它的形态和我们的观测条件有非常大的关联性。①在量子世界，量子的呈“象”和观测者

的思想与行动密不可分。同样，现象意义上的“文本的可能意蕴”作为文本与诠释者之“际”的

东西，是文本与诠释者视域融合的产物。②

数学人文的人文性 ：从正态分布之喻的开放性来看

除了 π 喻，正态分布之喻也是在“数学人文”方面极富生发性的意象创获。而且，与 π 喻类似，

我们也可以从正态分布之喻的开放性例证数学人文的人文性及其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正态分布曲线用来说明什么？面对同一文本，尽管每一个体的阐释结果是随机的，不可预测

的，但是，如果参与阐释活动的个体众多，那么，这些众多的阐释结果的概率分布是有统计规律的，

即服从正态分布。依此理解，随机变量（正态分布曲线的横轴）乃是不同个体对同一文本的阐释

结果（按文中的说法，则是“现象或文本呈现”），纵轴则是概率密度，正态分布曲线上的每一点

① 付长珍、刘梁

剑：《文明新曙光

下的科技人文与

大学之道——钱

旭红院士访谈》，

《华东师范大学

学报》（哲社版）

2020 年第4 期。

② 参见刘梁剑：

《王船山哲学研

究》，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四章第三节

“诠释与对文本的

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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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着每一阐释结果的概率密度，与特定的变量取值区间相应的曲线下面积则代表该取值区间的

概率。横轴、纵轴、曲线面积诸项的含义清楚之后，可以避免一些表达上的混淆。独立主体对确

定现象或文本的理解与阐释，即不同个体对同一文本的阐释结果，乃是随机变量，居于横轴之上，

而非分布于曲线面积之内。按照张江教授的界定，正态分布曲线的“中线为公共理性对现象或文

本意义的期望或可能接受结果”，我们或许可以说 ：公共理性对现象或文本意义的期望是位于横

轴之上的某个点，而不是与该点对应的直线（中线）。公共理性对现象或文本意义的期望乃是与正

态曲线的对称轴（即作者所讲的中线或中轴）相应的变量值，它也是总体均值，反映了随机变量（不

同个体对同一文本的阐释结果）的平均取值。

弄明白正态分布曲线的喻意之后，读者可能随之发问 ：阐释结果，是否在统计学意义上服从正

态分布？读者可能会质疑 ：论文之所以认为阐释结果的概率分布服从正态分布，并不是基于统计数

据，而是基于以下理由 ：“因为参与的对象众多，其分布将是标准的正态分布。”从统计学的角度看，

这一理由似乎并不充分。统计学固定认为，在自然界、社会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正态分布，如人的

身高、体重、学生成绩、人的智商、婚龄、测量误差等随机变量都服从正态分布。但这里需要注意

的是 ：阐释是精神现象，不能归结为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至少超出了目前统计学的应用范围 ；再

者，即便在自然、社会领域，“大量存在”并非全称判断，易言之，服从正态分布是有条件的。统

计学总结出了一条中心极限定理，它似乎只要“参与的对象众多”就可以满足，但只要我们留意它

的完整表述，便不难看出它也不适用于阐释结果 ：“对于随机变量分布的任何形式，只是 n 足够大，

n 个相互独立分布的随机变量之和或均值的分布都将近似地服从正态分布。”①服从正态分布的，是

“随机变量之和或均值”，而非随机变量本身。既无实证数据支持，又无充分的理论理由，因此，以

正态分布曲线说明阐释结果的概率分布规律，只能是思辩的论断或思想实验了。

这样的质疑似乎不无道理。不过，如果澄清以下一点，这样的质疑自然就消失了 ：如前所述，

数学工具已被人文化的方式加以使用 ；同样，张文中的正态分布实际上乃是“正态分布之喻”；

用真正意义上的统计学工具来理解它、要求它，反而犯了“范畴错误”的毛病。或者，重复前面

的提法 ：将正态分布施于阐释，并非运用统计学作量化分析，究其实只是把“正态分布曲线”作

为一种概念工具、一种喻象加以化用。

从“数学人文”的角度，我们再来看正态分布之喻的细部。从统计学的角度看，正态分布曲

线有两个基本参数，一个就是对称轴所在的变量值（可用 m 来表示），为曲线的数学期望或总体均值，

另一个则是标准差 s（或方差 s2）。前者决定曲线的位置，越大则曲线越靠右 ；后者决定曲线的形状，

越小则曲线越尖瘦。后者代表随机变量的离散趋势，前者表征随机变量的集中趋势。具体到阐释

正态分布曲线，阐释方差 s2 代表着什么？张文指出 ：“在阐释学的意义上，方差可象征为无限多的

独立阐释与中线，即公共理性期望值的差距。方差越大，独立阐释的结果与公共理性期望的差距

越大。”或许可以更准确地说，阐释方差表征个体的阐释结果相较于公共阐释或平均理解的离散趋

势。阐释方差越小，个体的阐释结果越是集中于平均理解，个体的阐释结果的单一程度越高 ；反之，

阐释方差越大，个体的阐释结果越是离散于平均理解，个体的阐释结果越是呈现出多样性、独创

性的特点。易言之，百家争鸣的时代，阐释方差无限大 ；万马齐喑的时代，阐释方差无限小。

除了方差 s2（或标准差 s）之外，另一个基本参数是数学期望 m。具体到阐释正态分布曲线，

m 代表着“为公共理性所期望或接受的有效阐释”。在突出理解的公共性的意义上，我们不妨依

论文之说，称之为“对确定文本的公共阐释”。不过，就其为总体均值而言，我们也不妨称之为“平

① 卢淑华编著：

《社会统计学》第

四版，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9

年， 第 21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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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理解”。m 可以不同，意味着“阐释的正态分布中心可为多”，其原因则是“公共理性的相对性”。

论文的这一解释不无道理，不过，仍有两点可以补充。

其一，对确定文本的公共阐释或平均理解是随机的，不可事先预测。用概率论的语言来说 ：“这

里变量是随机变量，而变量的取值，表示的是观测或试验的结果。这些取值在观测或试验前是无

法预言或事先确定的。它只在观察后才能确定。而且其取值又是随着各次观察或试验在变化的。”①

其二，阐释正态分布曲线以阐释结果为随机变量，它的取值，除了 m 或可明确表征对确定文

本的公共阐释或平均理解之外，其他取值如何以量化的方式对应不同的阐释结果，取值大小又有

何种意义，这些难以界定。比如，如果说 m 表征随机变量的集中趋势，那么，这是否意味着，m

数值越大，正态分布曲线越靠右，公共阐释或平均理解的集中趋势就越明显？

走向社会科学 ：阐释统计学并非人文学

正态分布曲线即便能表征公共阐释或平均理解是随机的，在一定程度上从外部反映阐释活动

群己之辩的统计规律。然则，统计规律的发现遵循归纳法的逻辑。伽达默尔提醒我们 ：“如果我

们是以对于规律性不断深化的认识为标准去衡量精神科学，那么我们就不能正确地把握精神科学

的本质。社会－历史的世界的经验是不能以自然科学的归纳程序而提升为科学的。”②更重要的问

题在于，公共阐释或平均理解究竟如何达成？易言之，我们需要更为内在地理解阐释活动的群己

之辩，揭示其机制。较之统计学意义上的概率分布规律，我们更需要探讨伽达默尔所讲的“视域

融合”“问和答的逻辑”。③冯契对“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作了阐发，其中也涉及认识论上

的群己之辩 ：《易传》这句话“表达了一个认识规律。只有通过不同意见的讨论、不同观点的争

论（当然要用逻辑论证、实践检验），才能明辨是非，达到一致的正确结论，获得真理性认识。所以，

要发展真理，就是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这对于彻底克服经学方法和培养平民化的

自由人格也都是必要的”④。理想人格的培养也是精神科学、人文学、阐释学的根本旨趣。正因

为此，阐释不仅关乎真理与方法，同时也关乎教化与德性。伽达默尔言曰 ：“精神科学之所以成

为科学，与其说从现代科学的方法论概念中，不如说从教化概念的传统中更容易得到理解。这个

传统就是我们所要回顾的人文主义传统。”⑤

由此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现象 ：倘若我们成功地将统计学运用于阐释，那么，我们可以成立

一门交叉学科，即阐释统计学。阐释统计学可以从外部描述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但阐释的有限与

无限需要从阐释活动内部（包括阐释者与文本的主体间性、不同阐释者的主体间性）进一步加以

说明。但是，阐释统计学将主要是一门社会科学，而非作为人文学的阐释学。伽达默尔曾以批判

的态度提及“统计学”：就不承认效果历史而言，“历史客观主义倒像那种统计学，因为统计学正

是通过让事实说话、看上去像有客观性而成为最佳的宣传工具，不过，它的这种客观性实际上是

依赖于它的探究的正当性。”⑥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数字人文即将蓬勃兴起，“大数据”在文学、历史领域的成功运用已经

取得丰硕的新成果，文学社会学及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即将作为新兴的交叉学科独领风骚。然而，

有必要指出的是，就学科属性而言，文学社会学及其他任何人文社会学科，都是社会科学而非人

文学。人文数字化，还是数字人文化，这是一个有待深思的时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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